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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朋數位碩班 招收拉美在職菁英 今 開課

█淡水

演講看板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台北校園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5(一)
10:10

演講人/講題
政大國經貿易學系教授郭維裕
Overconfident Individual Day Traders：
Evidence from Taiwan Futures Market

財金系
L206

首創國際遠距數位學習 吸引8國15學員 多國使節來賀

3/5(一)
12:10

勒比海地區的在職菁英，課程內容以亞洲區域政經、文化和
戰略為主軸，集結了含亞洲領域在內的國際事務專家、西語
授課師資、以及本校遠距教學組多年累積的數位化學習教學
經驗。15位學員已於4日抵臺，今日歡迎茶會後將進行課程簡
介及認識師長、選課及註冊等，下午並有文錙藝術中心副主
任張炳煌開授「書法練習」，也將安排參觀文錙藝術中心、
覺生紀念圖書館等。
遠距組組長沈俊毅表示，本次支援的遠距課程首度境外招
生，遠距教學發展組為因應技術支援，配合「同步討論課
程」，特地採購「Adobe Connect同步視訊系統」，並透過外

3/5(一)
13:10
3/5(一)
13:10

西語系
L306
外語學院
T508

3/5(一)
14:10

化學系
Q409

3/5(一)
15:10

資傳系
O303

3/6(二)
10:00

法文系
FL106

3/6(二)
11:00

法文系
FL106

中央大學退休教授金戴熹
是與生俱來還是學習成果—淺談翻譯

3/6(二)
14:10

保險系
B505

未來所副教授陳國華
社會環境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3/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3/6(二)
14:30

數學系
S433

【記者謝孟席、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美洲所及亞
洲所攜手合作開設的臺灣第一個國際遠距數位學習碩士在職
專班─「亞洲研究所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將於今日
（5日）開課！並於上午9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為遠道而來
的15位學員舉辦歡迎茶會。本校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虞
國興、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教務長葛煥昭、國際長李佩
華、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游家政、美洲所所長陳小雀及亞
洲所所長林若雩都將與會，另邀請貴賓包括尼加拉瓜駐華大
使達比亞、巴拉圭駐華大使馬旭曜、多明尼加駐華公使卡斯
鐸等及中南美司副司長俞大氵雷一同為課程揭開序幕。
該班以西語、遠距數位教學授課，主要招收拉丁美洲和加

你看了嗎？
這些書

圖書館
借閱統計

【記者鍾小喬、劉昱余、楊蕙綾淡
水校園報導】你知道哪些是本校覺
生紀念圖書館炙手可熱的書，一入
館藏後就有人不停的預約排隊搶讀
呢？根據圖書館從去年8月1日至今
年1月31日統計資料顯示，借閱紀錄
以總流通次數排名，熱門小說前3名
是《不存在的女兒》、《刺蝟的優
雅》、《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
熱門商管書前3名分別是《大學生
畢業前應該具備的軟能力》、《富
爸爸，窮爸爸》、《Google時代一
定要會的整理術！》。以學院分，
教職員生借閱率最高為外國語文學
院、文學院次之，第3為管理學院。
熱門教科書類別總流通次數最高
的為由電機系教授翁慶昌翻譯，Ron
Larson Bruce H. Edwards, David C.
Falvo著的《線性代數》；第2為國
企系副教授賈昭南所著的《國際金
融：市場與理論》。
日文四王芳儀表示，如果學校有
熱門書籍排行榜，可以在電梯或門
口等醒目處公告，也可以刊登於淡
江時報上，讓更多同學知道。物理
三林煥傑表示，理學院多為實驗

課，需要專業教科書，學校圖書館
內這類專業書籍較不足，所以不太
常去圖書館。中文三吳欣蘋表示，
如果學校有熱門書籍排行榜，我一
定會去借來看！
另外，也有學生反映「書本借閱
時間不足」、「書本位置不依號
碼排」、「建議購買手續繁複」
等，典藏閱覽組組長方碧玲表示，
若將借閱時間延長，會造成書本流
動性降低，同學可利用續借來延長
借閱時間。且由於圖書館是開架式
書櫃，同學閱讀後放回書櫃會有些
微誤差。「真的找不到書，可填寫
『圖書資料協尋申請表』。」方碧
玲很開心聽到讀者們的建議，「圖
書館會盡力改善」，也請同學多利
用圖書館網頁提供的服務，希望能
提供更貼近學生的服務。
圖書館採編組編審吳理莉表示，
對於學生推薦的書籍一定都會了解
該書的內容，然後視其是否適合大
學生閱讀為主等介購政策，決定購
入館藏與否，若沒有採納的書籍也
會將不購入的理由回信給推薦的學
生。

（攝影／李鎮亞、製圖／張莘慈、資料來源／覺生紀念圖書館）

101學年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文錙
藝術中心將舉辦「共和淡江．文錙樂揚」
文錙系列音樂會共4場，邀請「遞送和平
之音的駱駝商隊」－Aashti汎絲路樂團、
「Guá ê gita」-培育吉他概念創作最新專
輯首發會、「韓國檀國大學Amare ensemble
室內樂團」臺灣巡迴音樂會、「音符漫遊者
FL.NEUR DAGUERRE」前衛爵士即興之
夜到場演出。各場演出前7日，於文錙藝術
中心展覽廳開放索票，每人限2張。
3月15日將由「遞送和平之音的駱駝商

本校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申請率77%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根據研究發
展處至2月13日止所統計之本校101學年國科
會專題研究計畫案統計，97至101學年申請
件數為485件、508件、551件、537件、574
件。全校總申請件數在100學年時略減外，
每年皆成長，而總申請率增加近6%。
在各院方面，3年來工學院申請率皆在百分
百之上，表示平均1位教師申請多件專題研
究計畫案；在101學年度，工學院以107%居
全校第二；理學院為108%，是全校之冠。與
100學年相較，申請率提升的單位有：文學
院、理學院、外語學院、國際研究學院、全
球創業發展學院及體育處。
對於年年提升的申請率，研發長康尚文表
示，除了學校積極鼓勵教師們多提出計畫從
事研究外，也因今年教師評鑑辦法改變，
明確規定教師們，在研究方面
要「執行研究發展處備案
之專題研究計畫」或「至 學年 文
99
44
少有1篇學術成果或作品
發表」，這也更鼓勵教師 100 28
們積極投入研究。
101
41

本校近5年申請率

3/6(二)
15:10
3/6(二)
18:30

（製圖／林俞兒、資料來源／研發處）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
FL106
外部空間（一）：翻譯環境
公行系 考選部研究委員陳春生
B428 國家考試講座-國家考試簡介
國防大學語文中心講師閻艾琳老師
翻譯與人生
日文系助理教授林寄雯
句型中譯日練習活動設計
華亞科技資深工程師高平
Launching New Nanotechnology with
Self Assembled Monolayer
肥貓電影（國際娛樂有限公司）總監
魏嘉宏
編劇，影視產業最慘烈的戰場
中央大學退休教授李明明與法文系教
授蔡淑玲
自 Zola 的 《沙龍評論》談文學與繪畫
的互譯

師大物理系助理教授江佩勳
Microwave Measurements on 2D
Carrier Systems in Semicondutors & in
Graphene
中研院統計所博士彭健育
Integrated Degradation Models in R
Using iDEMO

資深口譯員，同步口譯、會議口譯專
外語學院
家周偉琴
E514
口譯練習法秘訣
日本文化研 日本淡交會裏千家茶道名譽師範•橫
究社
濱支部元幹事長關宗貴
FL111
茶湯と哲學

3/7(三)
13:10

企管系
B302b

3/7(三)
14:00

航太系
E830

台新金控董事長黃李越
金融服務業生涯規劃第一步

<<經典>>雜誌總編輯王志宏
人間拾穗
國票證券副總經理蔡鎮村
商學院
商學院「理財與創業」講座－積極理
I501
財與多元化就業職能
50嵐中區總經理雅嵐有限公司執行長
法文系
馬雅芬
T701
個人創業歷程與經驗分享
樸毅青年團 京城創藝創意行銷總監王東明
Q306
打造領袖魅力

本校各學院近3年申請率（單位：％）
理
工
商 管理 外語 國際 教育 全創 體育處
94
117
78
89
41
49
87
63
10
84
112
74
83
36
38
93
76
5
108 107
71
82
57
46
80
81
10

3/7(三)
14:10

日梅花女子大學來訪 交流書法藝術

3/8(四)
10:00

會計系
B428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秘書長
陳伯松
談鑑識會計

3/8(四)
10:10

經濟系
B429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測驗中心副主任陳曉珮
證照考試的規劃及介紹

3/8(四)
12:10

德文系
T503

臺北歌德學院藝文活動策展員崔延慧
老師
中德口譯-藝術篇

3/8 (四)
13:00

歐研所
T702

3/8(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3/9(五)
14:10

產經系
B511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日本梅
花女子大學師生20餘人，於2月24日下午1時30
分，至本校參觀文錙藝術中心及海事博物館，
學習中國文化並研習書法。文錙藝術中心副主
任張炳煌在中心大廳，以簡報為同學講解書法
的寫作技巧，及書法藝術的相關應用，並介紹
臺灣各年齡層書法家的作品。
現場除邀請梅花大學教員久保田心耀揮毫進
行交流外，張炳煌也為這群遠道而來的書法愛
好者一展身手，揮灑筆墨。梅花女子大學日本
文化創造學科的學生古山真衣開心說道：「能
親眼看見張老師揮毫的感覺真的好棒！之前在
課堂中就常聽久保田老師提起他，謝謝老師今
天給予我們很多指導。」會後，張炳煌在現場
親自指導同學試寫e筆書畫系統，這項結合傳
統與數位的科技產品讓同學驚嘆連連，相當感
興趣。

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張炳煌在文錙藝術中心
現場揮毫。 （攝影／林奕宏）

3/7(三)
14:10
3/7(三)
18:30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務長黃恩
旭
由BenQ-Siemens看國際企業併購及跨
國債務清理程序
清華大學統計所教授曾勝滄
Profile Monitoring of IC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with Multiple On-Off Steps
嘉義大學應用經濟系主任張光亮
The time-varying and asymmetric
dependence between crude oil spot
and futures markets: Evidence from the
mixture copula-based ARJI-GARCH
model

台北校園
3/8(四)
19:20

財金系
D223

華南金融集團-華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儲祥生
投資與投機

近60名教職員健步走 大家直呼好享瘦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嘿咻！嘿咻！」
近60名教職員工在上週四走遍校園大大小小的角
落，為難得放晴的天氣更增添活力。這是女教職
員聯誼會舉辦13週的校園健走活動之首週開跋，
每週四中午12時20分健走，讓全體同仁不僅享受
走春之樂，也一起輕鬆享「瘦」！
體育長蕭淑芬及體育老師陳文和先介紹使用計

隊」－Aashti汎絲路樂團，帶來首場演出，
其為國內唯一呈現絲路地方特色音樂的表演
團體，將以即興的演奏手法，表現融合東方
風情的樂風。「Guá ê gita」-培育吉他概
念創作最新專輯首發會，於3月28日舉行，
其由本校吉他社畢業校友黃培育帶來專輯演
出，以吉他為主並配合多項中西樂器的演奏
專輯，由名音樂人鍾成達製作，並全程在文
錙音樂廳錄製，為近年創作中風格最為獨特
的作品。
因檀國大學為本校之姐妹校，故「韓

3/5(一)
13:10

交部在中南美洲邦交國駐外單位，進行視訊連線測試，經測
試後連線狀況良好。
美洲所所長陳小雀表示，這個專班除了可增進我國跟他國
之間的情誼交流，透過亞洲事務相關課程內容，各國更能對
現在全球正在興起的亞洲熱潮更深入了解。同時，此次為本
校第一次舉辦此類課程，並預計未來將持續開課。
亞洲所所長林若雩表示，本班開課學員為來自拉美地區國
家的產官學界高階主管，未來將結合本校國際化與資訊化的
辦學理念，並連結國家的未來化，透過遠距教學，讓友邦提
升對亞洲及台灣的理解與認識。

步器的小撇步後，便帶領參與教職員繞行校園四
周，除達到每日一萬步的目標，更能欣賞校園中
人氣滿分的櫻花，途中順道進入新改建與搬遷完
畢的教育館參觀。健走同仁在行進間直呼「好
享受」、「這種天氣走起來好舒服」！蕭淑芬指
出，上回參加的同仁都有口頭反映，健走後不僅
心情愉悅，工作時更得心應手，而此次增加的校

文錙樂揚四場表演索票 首場音樂饗宴15日展開

851-1.indd 1

1

國檀國大學Amare ensemble室內樂團」將
於5月15日在本校舉行臺灣巡迴音樂會開
幕場。5月30日「音符漫遊者FL.NEUR
DAGUERRE」前衛爵士即興之夜，將壓軸
上陣，由剛榮獲第22屆傳統藝術金曲獎「最
佳專輯製作人」及「最佳跨界音樂專輯」兩
項殊榮的吳馬丁（Martijn Vanbuel），與來
自美國的郭復思（Louis Foldford）合作。相
關資訊見網站（http://www.finearts.tku.edu.
tw/musichall.htm）。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外健走活動，會以克難坡等校園週邊步道為首要
目標來挑戰。蕭淑芬提到：「因前次活動有同仁
以補做的方式來登記健走數據，為提倡大家一起
來運動的宗旨，所以此次改為現場登記。」更解
釋，健走時都有體育老師指導，較為安全。
體育長蕭淑芬以輕快步伐帶隊，
同仁們也增加速度健身！ （攝影／
林俊耀）

女聯會歡慶38婦女節

【本報訊】女教職員聯誼會將
於8日（週四）12時，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舉辦年度會員大會並
慶祝婦女節，由理事長暨教育
學院院長高熏芳、體育長蕭淑
芬主持，會中除有簡餐、設計
聯誼康樂活動「賓果遊戲」，
並有獎品及現金讓大家試手
氣。另外，也將帶領大家做健
身操，一同歡慶婦女節！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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